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协和码头改建项目一期工程（监理）已由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备【2016】11号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宁波市北仑区霞浦柴桥临港产业区

1#地块。
2.2 计划施工工期：码头合同段：18 个月;库区合同段：18

个月。
2.4招标范围：
码头合同段：利用原协和石化码头二线缓建的 2、3 号泊

位和已建的 4、5号泊位进行改扩建一座 5万吨级液体化工泊
位的施工阶段和缺陷责任期阶段的全过程监理；

库区合同段：新建57座总库容22.9万方的液体化工罐区
以及环保、消防、给排水、供配电、通信控制、生产管理用房等
各专业及配套设施的施工阶段和缺陷责任期的全过程监理。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码头合同段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水运工程甲级资质或住建部核发的
港口与航道工程甲级监理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本次招
标库区合同段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住建部核发的
化工石油工程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2拟投入的总监理工程师的资格要求：码头合同段：具
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监理工程师资格（水运工程专业）或住建
部核发的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有高级
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60周岁以下，无在建项目；库区合同
段：具有住建部核发的化工石油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
师，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60 周岁以下，无在建项
目。

3.3 业绩要求：码头合同段：①投标人自 2012 年 7 月 1 日
至今完成过单项合同2万吨级及以上液体散货码头工程监理
业绩；②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至今以总
监或副总监身份完成过单项合同2万吨级及以上液体散货码
头工程监理业绩。库区合同段：①投标人自2012年7月1日至
今完成过单项合同总库容 12 万方及以上的石油化工库区监
理业绩；②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至今以
总监或副总监身份完成过单项合同总库容 12 万方及以上的
石油化工库区监理业绩或单项监理合同金额大于200万元的
石油化工装置监理业绩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2个标段投标，也可中

2个标段；但拟投入人员不得重复，否则取消其 2个标段的投
标。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到 2017 年

8月15日16:00:00（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
标人将不予受理。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3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

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

加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
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
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

5.投标保证金
5.1形式①：若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由投标人开

立的基本账户的银行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形式②：若采用银行保函形式：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公告

5.2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8月15日16:00:00（北京
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6.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

08月 17日 0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
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详见大
厅公告，若地点变更则另行通知。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

波日报及中国宁波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梅月娣 电话：0574-88103779

宁波协和码头改建项目一期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标段号

码头段

库区段

金额
(元整)

30000

70000

形式

银行缴纳

银行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工程建设)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403971308025

375370092734

甬水商务中心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市中都置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甬水商务中心；
类型：酒店、商业、办公；
总建筑面积：122834.44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

积38985.64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南门街道，东至王家

桥河，南至规划路，西临规划路北至祖关山河。
3、投标对象：取得物业管理一级资质证书的物业

服务企业。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7 年 8 月 7 日上

午 8：30－10：30，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
中心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1）投标申请书；（2）物
业管理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3）企业概况；（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
（本科及以上）、信用证明、业绩等证明材料，曾以拟定项
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
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6）投
标承诺书；（7）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
提交《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8）获招标人
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9）经现场资格预审
合格的投标单位现场向区物业招标办提交壹万元投标保
证金。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
抽签决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 15 号（恒隆中心副

楼3楼）
联系电话：0574-87164633

关于甬水商务中心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遗 失 身 份 证

（330211198311221031）， 有

效期至 2036年 5月 10日，声

明作废。 马东旭
遗失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2

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1 份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2117204972037 （2/

15），声明作废。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江北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5年 3月 13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330205000126043， 声 明

作废。

中建远泰幕墙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 号 330283688029134， 声

明作废。

宁波宇鹰病媒生物防制
有限公司奉化分公司

遗 失 公 章 ， 号 码 ：

3302110064377，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鑫涛
印务店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

核准号：J3320010643501,开

户银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

银 行 钟 公 庙 支 行 ， 账 号 ：

81120101302177978，声明作

废。

宁波市鄞州石矸松寿堂
大药房

遗失二 级 管 轮 证 书 一

本 ， 证 书 编 号 ：

330225196403017217， 发 证

日期 2016 年 8 月 30 日,声明

作废。 马韩林

遗失如宜物流有限公司正

本提单一式三份，航名航次：

HAMMONIA TOSCANA

1613W， 提 单 号 ： RYN-

GB2017060933， 箱 封 号 ：

TGHU9301208/TAN40326/

40'HQ， TCLU8387532/

TAP24327/40'GP， TC-

NU6774268/TAP24220/

40'HQ， 目 的 港 ： DURBAN

SOUTH AFRICA，声明

作废。

温岭飞宇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提 单 一 份 ， 号 码 为

NBOE1701474，声明作废。

宁波川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购房首付款营业税发

票 一 张 ， 发 票 号 码 ：

00145617， 金 额 ： 285635.00，

声明作废。 徐叨伟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33020619820629571654，声明作

废。 王 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L330371867，声明作废。

申梦卉梓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31698001，开户银行：建

设银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支行。

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嘉杰五金建材经

营部

厂房出售
现有顺达缝纫设备厂出售，

总面积1478.8平方米，其中三层

钢混 474.33 平方米，混合一层

614.19平方米，地处：鄞州区鄞

江悬慈村 （清源南路），价格面

议 ， 有 意 者 请 致 电 ：

13216749799李先生。

宁波市鄞州古林顺达缝纫设备厂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公告启事

计划停电预告
8月8日 星期二

海曙：集士港镇宁波南方塑料模具有限公司（8:00-

16:00）；古林镇郭夏村东、夏家耷西一带（7:00-16:00）；

石碶村张家一带、江南人家小区、雅源泵站、水利局、石

矸利众新村、雅源小区、碧水华庭小区（6:00-15:00）

江北：宁波市华光精密制造厂、科文电气厂、富声达

公司、中国电信局、洪塘老菜场、供销社旁一带、洪塘村

一带（7:30-14:00）

8月9日 星期三

海曙：横街镇:宁波市海曙方达标准件厂、横街金星

电器厂、宁波亦翔源五金工贸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海

潮纤维素衍生物厂、宁波市海曙帝翔金属制品厂、宁波

欣艺文具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合盛塑胶制品厂、宁波

市海曙波达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易利德机械有限公

司、宁波市鄞州横街海力密封制品厂、宁波浩盛气动机

械有限公司、宁波市博宏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

鄞州云洲五金配件厂、宁波茂启英五金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漫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宁波德展展示工程有限公

司、宁波市海曙莹锦塑料制品厂、宁波从远安全防护用

品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横街盈盈五金厂、宁波市海曙

横街成丰轮胎附件厂、宁波市海曙明磊五金配件厂（7:

30-16:00）；集士港镇请董博苑小区专变物业电工提前

把负荷倒至云科A949线上（7:30-15:00）

8月10日 星期四

海曙：海曙区大河头路部分用户停电（09:00-16:00）

8月11日 星期五

海曙：横街镇芝岭村东一带（7:00-14:00）；宁波市鄞

州意云绣品有限公司（6:00-12:00）；鄞江竹节岭附近一

带（06:30-17:00）

江北：后姚村一带、童家村一带（7:30-14:00）

增加：

7月31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3:00-17:00)

8月1日 星期二

江北：卫生院、新地曙光小区一带（7:30-16:00）

8月2日 星期三

海曙：天景花园部分用户停电（09:00-16:00）

8月5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上诚机械、顺安建筑构件厂、庵东镇敬

老院、宁波杭州湾新区雨轩果蔬农场、新建村 16、7、18、

11、6、10号台区、日业仪表壳体厂(7:00-8:30)

取消：

7月31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派出所（7:00-17: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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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杜鹃） 巴
基斯坦执政党穆斯林联盟 （谢里夫
派） 消息人士 29 日透露，这一党
派于当天讨论了接替穆罕默德·纳
瓦兹·谢里夫总理职务的人选。结
果是，谢里夫胞弟、旁遮普省首席
部长夏巴兹·谢里夫最终将继任总
理职务。

28 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对
谢里夫家族涉嫌腐败案作出裁决，
决定取消谢里夫总理任职资格。最
高法院还要求国家选举委员会发布
通告，取消谢里夫的国会议员资
格，并建议巴总统启动新一任总理
的选举工作。

美联社报道，穆盟 （谢里夫
派） 高层先前表示，这一党派如今
控制国民议会大多数议席，将继续
执政至2018年6月议会选举时。巴
基斯坦国务信息部长确认，谢里夫
将继续担任党派领导人。

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29
日的穆盟 （谢里夫派） 党内会议由
谢里夫主持。

29 日晚间，穆盟（谢里夫派）消
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已经决定让
谢里夫胞弟夏巴兹出任总理。

夏巴兹现年 65 岁，2008 年起
出任人口大省旁遮普省首席部长。
因主抓基础设施建设，他赢得了良
好的声誉。路透社说，相比谢里
夫，夏巴兹与巴基斯坦军方的关系
要好一些。

鉴于夏巴兹还不是国民议会议
员，他首先要辞去首席部长一职，然后
参加国民议会改选、取得议员资格。

《黎明报》先前推测，夏巴兹竞
选议员的过程至少需要 45天。在此
期间，一名人选将出任过渡总理。穆
盟（谢里夫派）消息人士 29 日晚告
诉媒体记者，过渡总理将是前石油
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巴西。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取消谢里夫总理任职资格

谢里夫胞弟将继任巴总理

这是2017年6月17日，夏巴兹·谢里夫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对媒体讲
话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医改是美国政界最具争议的
话题之一，而废除“奥巴马医改”
是特朗普政府执政目标的重中之
重。自美国国会参议院 25日启动
有关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的
辩论以来，共和党方面提出的三
项议案遭遇“三连败”。对此，特朗
普 29日接连发出两条“推文”，要
求参议院尽快通过新医改议案，
否认将取消政府负担的医保费
用。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张旌）美国
国会参议院启动有关废除和取代

“奥巴马医改”的辩论后，共和党方
面提出的三项议案均在随后举行的
投票中遭到否决，令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大为不满。

特朗普 29日在“推特”发出“最
后通牒”，要求参议院尽快通过新医
改议案，否认将取消政府负担的医
保费用。

美国国会参议院 25 日以 51 票
支持、50票反对的结果决定启动有
关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的辩
论，这意味着共和党在新医改议程
上取得艰难进展。随后，参议院举行
了三轮投票，以决定新医改的下一
步方案。

第一轮投票中，参议员们就共
和党方面提出的“奥巴马医改”替代
方案进行表决。根据相关规定，通过这
项议案至少需要60票。在参议院100
个席位中，民主党掌握着48个席位，
共和党占据52个席位。由于民主党参
议员均不支持废除“奥巴马医改”，这
项议案未获通过在情理之中。

在随后的第二轮投票中，参议
员们就直接废除“奥巴马医改”并且

两年内无替代方案进行投票。投票
结果为 45 票赞成、55 票反对。共和
党方面，7 名参议员加入民主党一
边，投下了反对票。

经历两次失败后，共和党方面
又把希望寄托在“瘦身版”废除案
上。根据这项议案，“奥巴马医改”部
分条款将被废除，包括强制个人必
须购买医疗保险、强制要求一些雇
主提供医保以及对医疗设备制造商
征税。最终，参议院以 49票赞成、51
票反对的结果否决了这一议案。

“三连败”后，特朗普 29日早晨
在“推特”写道：“如果新医保法案不
能很快获得通过，那么付给保险公
司的拨款和国会人员的拨款都将很
快停止！”

媒体解读，特朗普提到的第一
个“拨款”指的是政府为帮助低收入
群体购买保险而支付的款项，而第
二个“拨款”似乎指的是根据“奥巴

马医改”相关规定，政府为国会人员
支付的医保购买费用。

特朗普怒气未消，随后又发出
第二条“推文”。他写道：“除非共和
党所有参议员宣布退出，否则‘废除
和取代’议案不会结束！我要求再次
投票表决，而后才能就其他议案表
决！”

医改是美国政界最具争议的话
题之一，而废除“奥巴马医改”是特
朗普政府执政目标的重中之重。三
份议案均遭否决后，共和党参议员
林赛·格雷哈姆和另外两名同事想
出“妙计”，并与特朗普会面商讨，以
期能让新医改法案向前一步。

格雷哈姆透露，他提议把依据
“奥巴马医改”收到的税款归还给各
州，作为各州的一揽子拨款。根据他
的说法，特朗普对这项提议感到“乐
观”，共和党方面下一步将按这一提
议写成新议案。

医改闯关“三连败” 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张旌）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支持率近期不断
下滑，定于8月3日前后改组内阁。
日本媒体 29 日报道，由于前防卫
大臣稻田朋美等“女将”丑闻不断，

“安倍娘子军”形象大受打击，安倍
有意邀请自己的女性朋友、右翼分
子樱井良子出任文部科学大臣。

樱井良子出生于 1945年，是
日本当前右翼论坛活跃分子，“黑

历史”颇多。她否认日本侵华历
史、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
题，曾参与编写 《最新日本史》
一书，捏造“阴谋论”，将“七七
事变”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
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此外，她还曾组织日本右翼
分子在美国报纸上刊登所谓亚裔

“慰安妇”受害“真相”的“广
告”，引发舆论谴责。

不甘“娘子军”没落

安倍拟邀女性好友入阁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29日
电（记者刘学） 以色列国防军 29
日表示，以国防军当天凌晨突查
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一家媒
体机构是怀疑该机构制作、传播

“煽动”袭击以色列的内容。
据巴勒斯坦消息人士透露，一

支以色列部队 29日凌晨包围了拉
姆安拉市中心一家媒体服务公司
总部，随后破门而入，对公司内设
备和器材进行检查。今日俄罗斯、

耶路撒冷电视台等多家国际和阿
拉伯媒体均在此处设有办公室。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解组
织） 执行委员会当天发表新闻公
报说，这是以色列压制巴方发声
的“报复”行为，侵犯了巴勒斯
坦人民的自由，违反了人道主义
准则。公报呼吁世界各国和国
际、阿拉伯新闻工作者联盟立即
采取措施回应，为新闻工作者提
供国际保护。

以军称拉姆安拉媒体机构
涉嫌“煽动”袭击以色列

7月29日，在瑞士兰达，人们行走在“欧洲之桥”上。
当日，世界最长的人行吊桥“欧洲之桥”正式竣工。这座吊桥全长

494米，位于连接瑞士采尔马特和格拉申两个村庄的“欧洲小路”上方。
（新华社/欧新）

世界最长人行吊桥落成


